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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家的話/專業資歷擴互認 灣區升學路數多

圖：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表示，升學多一個選擇，對同學永遠都是好事。

【大公報訊】記者黃璇報道：香港副學位課程是提供升學或就業的進階途徑，
但能藉此升讀本港大學的學生不多。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介紹，本港近年
平均每年增加約 3 萬名副學位畢業生，當中順利升讀由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
（UGC）資助八大院校學士學位課程的學生，只有約二至三成。
如今，國家教育部支持香港副學位學生到深圳升讀本科層次職業教育，吳寶
城表示「多一個選擇，同學多了一條出路，永遠都是好事」。他稱過往內地升學
未必是港生首選，但現在國家大力支持粵港澳大灣區學歷與職業資格互認，可視
為給予年輕人拓展空間的良好契機：「隨着大家對大灣區的認識加深，政府能紓
解年輕人的疑慮，相信會吸引愈來愈多港青北上升學。」
深圳是大灣區的創新科技龍頭，據 2019 年的一項研究，大灣區內有 43 間
獨角獸公司（即市值逾 10 億美元的初創企業），落戶深圳的高達 25 家。吳寶
城指，港府加大提倡 STEM（科學、技術、工程及數學）教育的力度，學生畢業
後銜接到相關工作的機會亦有所增加，他形容在深圳「創業成本比香港低、成功
機率比香港高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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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副學士
直升深圳讀本科

六大高就業率專業
❶ 熱通風與空調工程技術
❷ 汽車運用與維修技術
❸ 康復治療技術
❹ 模具設計與製造
❻ 物流管理
大公報整理

升 學 新 出 路

國家教育
部、廣東省政府19
日聯合發布意見，明確提
出支持深圳高水平高職院校擴
大港澳招生，並支持香港副學位學生
到深圳升讀本科層次職業教育。據了解，
深圳職業技術學院獲教育部、廣東省支持開設部
分本科專業，料將成為香港副學位學生提供本科層次
職業教育的院校之一，在其2019屆畢業生中，供熱通風與
空調工程技術、汽車運用與維修技術及物流管理等大灣區熱門專
業累積就業率達100%。
大公報記者

對此，有教育界人士指出，深港交
流緊密，目前已有部分港生在深圳就
讀，反應良好，擴大對港澳招生，有助
於擴大港生內地求學路徑，也擴寬其就
業渠道。
據悉，教育部、廣東省19日聯合發
布《關於推進深圳職業教育高端發展
爭創世界一流的實施意見》（以下簡稱
「實施意見」 ），提出20條改革創新舉
措，主要包括7個方面，支持深圳瞄準
「高精尖缺」 ，打造人才培養高地；打
造現代智慧職教；創建示範性產教融合
型城市；推進粵港澳職教聯動發展；主
動參與全球職教治理等。

聯合一流企業
建設芯片學院
廣東省方面表示，將支持深圳創建
6-8所國家級優質中職學校，並支持深圳
職業技術學院、深圳信息職業技術學院
開設部分本科專業，創建中國特色世界
一流職業學校。同時，重點圍繞集成電
路、新一代信息通信技術等萬億級和千
億級產業集群，建設10個左右一流專業
群，推動每個專業群聯合世界一流企業
或行業領軍企業建設1所特色產業學院。
深圳現有職業院校31所，在校生13
萬人，其中深圳職業技術學院、深圳信
息職業技術學院更於2019年入選 「中國
特色高水平高職學校和專業建設單
位」 。記者了解到，深職院早於2008年
開始探索與香港合作培養人才，其電氣
自動化專業從2008年起就與香港專
業教育學院黃克競分校合作辦
學頒發電機工程高級文
憑，每年在香港招
收約20名新

❷ 升讀本科

•香港副學位學生可
以到深圳升讀本科
層次職業教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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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電工程學院

深圳職業技術學院

•學院面向智能製造、自動化等行業開
設多個專業，與深圳地鐵、大疆創
新、匯川技術等企業開展深度合作

創建：1993年
面積：212萬平方米
現有教職員工：近2000人
普通全日制在校生：32170人

汽車與交通學院

•建立103個掛牌校外實習基地，與一
汽─大眾奧迪、深圳市比亞迪汽車有
限公司等大型企業簽訂合作協議

李望賢深圳報道

▲學生在深圳職業技術學院進行電子產品
芯片級檢測維修。
網絡圖片

生，兩地培養，兩地頒發畢業證書。據
悉，兩校合作頒發的高級文憑，相當於
內地的大專學歷，學生在深港各讀一
年，有部分港生畢業後留在深圳就業。
除了該文憑，深職院2004年獲得國家教
育行政主管部門批准，單獨面向港澳台
地區招生，每年均有部分港澳生入讀，
往年還有不少學生獲得國家獎學金。

作，稱讚以深職院為
代表的高職教育 「一點不輸
德國」 。
截至目前，深職院在校生逾3萬
人，共設置專業81個，超過80%的專業
圍繞城市支柱產業、未來產業等布局。
學校與華為、比亞迪、大族激光等知名
企業共建校企特色學院，學校畢業生備
受各大企業歡迎，初步就業率常年高達
96%以上，10%的畢業生進入世界500
強企業工作。根據學校發布的學生就業
質量報告，2019屆畢業生中，累積就業
率較高的專業包括供熱通風與空調工程
技術、汽車運用與維修技術、康復治療
技術、模具設計與製造、環境工程技
術、物流管理等，均達到100%。
《實施意見》還提出，將支持深圳
建設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展中國
家職業教育創新中心，支持
開展高水平中外合作
辦學項目。

深圳高職教育十大熱門專業
1 計算機網絡技術
2 工程造價建議
3 港口與航運管理
4 影視動畫
5 珠寶首飾工藝鑒定
6 城市軌道交通機電技術
7 建築設計

8 城市園林

9 汽車應用技術
10 機電一體化技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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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大公報訊】記者黃璇報
道：香港副學位課程是提供升學或
就業的進階途徑，但能藉此升讀本港大學
的學生不多。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介
據悉，深職院在坊間被譽為職業教
紹，本港近年平均每年增加約3萬名副學位畢業生，
育的 「清華北大」 。2019年國務院副
當中順利升讀由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（UGC）資助八大院
總理孫春蘭在深圳考察教育工
校學士學位課程的學生，只有約二至三成。
如今，國家教育部支持香港副學位學生到深圳升讀本科層次
▲學友社學
生輔導顧問吳寶
職業教育，吳寶城表示 「多一個選擇，同學多了一條出路，永遠都是好
城表示，升學多一個選
事」 。他稱過往內地升學未必是港生首選，但現在國家大力支持粵港澳
擇，對同學永遠都是好事。
大灣區學歷與職業資格互認，可視為給予年輕人拓展空間的良好契機：
「隨着大家對大灣區的認識加深，政府能紓解年輕人的疑慮，相信會吸
引愈來愈多港青北上升學。」
深圳是大灣區的創新科技龍頭，據2019年的一項研究，大灣區
內有43間獨角獸公司（即市值逾10億美元的初創企業），落戶深圳的高
達25家。吳寶城指，港府加大提倡STEM（科學、技術、工程及數
學）教育的力度，學生畢業後銜接到相關工作的機會亦有所增
加，他形容在深圳 「創業成本比香港低、成功機率比香港
高」 。

職教界「清北」
實力比肩德國

認
互

灣

擴
歷

資
業

專

累計投資百億
3年增1.8萬學位

【大公報訊】記者李望賢深圳報
道：記者了解到，深圳近年來不斷推動
職業教育高端發展，計劃到2022年累
計投入100億元人民幣支持職業教育發
展，未來3年將新增職業教育學位1.8萬
個。

港澳生深圳升學優勢多
•深圳高職龍頭的深
圳職業技術學院被
稱為職業教育的清
華北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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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汽車物流大熱
灣區就業率100%

❺ 環境工程技術

❶ 師資強大

Ta Kung Pao

❸ 技能互認

•兩地學分、學歷、學
位和技能等級的互認
互通。

擬建「學分銀行」推技能互通

❹ 就業率高

•就業率高達96%，到
華為、ARM、阿里巴
巴、平安、比亞迪、
裕同、天健等一流企
業工作機會大。
大公報整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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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深職院師生在國際基因工程機器大賽
（iGEM）上留影。
網絡圖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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間中有陽光
大公文匯

大公網

大公微信

PDF電子報

21℃-26℃

在推進粵港澳職教聯動發展方面，
廣東省方面已經制定2021年14項重點
工作，其中包括推動4個合作辦學專業
招生，並聘請港澳能工巧匠、技能大師
到深圳職業院校任教。
教育部將支持推動建設深港澳職業
督印：

教育定期會商制度，促進內地與港澳在
招生就業、培養培訓、師生交流、技能
競賽等方面密切交流，並將依託 「學分
銀行」 ，支持深圳與港澳開展學分、學
歷、學位和技能等級的互認互通，率先
探索面向港澳學生開展技能等級認定，
創新粵港澳職業教育合作化辦學的方
式，推動深圳和香港職業訓練局共同共
建粵港澳大灣區特色職業教育園區等。
《實施意見》提出，園區將開展培
訓項目，面向全國職業學校和粵港澳大
灣區內的中小微企業提供培訓服務；建
立技術技能人才創新創意創業園，吸引
港澳青年來深就業創業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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